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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8）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期間」），本集團的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
860,887,967.66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2.7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99,304,107.15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0.18%。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基本每股收益約為人民幣 0.313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0.261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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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的比較數
字如下：

（除特別註明外，於本公佈中，本公司的財務資料均以人民幣（「人民幣」）元列示。）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611,980,560.41  763,119,652.92 

結算備付金 – –

拆出資金 – –

交易性金融資產 103,996,791.07 103,884,925.95

衍生金融資產 – –

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 8  908,361,593.36  606,573,547.98 

預付款項 8  369,759,703.43  66,721,485.56 

應收保費 – –

應收分保賬款 – –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 –

其他應收款 8 597,200,500.29 484,891,213.33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 –

存貨  338,912,562.64 247,195,165.80 

合同資產  802,640,944.59  795,624,201.99 

持有待售資產 –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 –

其他流動資產 158,744,639.70  40,268,878.13 
●  

流動資產合計 3,891,597,295.49 3,108,279,07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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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發放貸款和墊款 – –

債權投資 – –

其他債權投資 – –

長期應收款 – –

長期股權投資 57,097,285.01  43,822,612.31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7,897,276.00 7,897,276.00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 –

投資性房地產  219,390,300.00  219,390,300.00 

固定資產  218,545,140.16  229,877,091.68 

在建工程  7,345,318.88  874,604.36 

生產性生物資產 – –

油氣資產 – –

無形資產  12,256,711.18  32,884,438.58 

開發支出 – –

商譽 – –

長期待攤費用  6,328,750.62  8,152,163.37 

遞延所得稅資產  32,090,353.90  32,303,033.76 

其他非流動資產 –  1,707,300.00 
●  

非流動資產合計 560,951,135.75 576,908,820.06
●  

資產總計  4,452,548,431.24  3,685,187,891.72 
●  



4

負債及所有者權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02,221,860.88  345,300,000.00 

向中央銀行借款 – –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 –

拆入資金 – –

交易性金融負債 – –

衍生金融負債 – –

應付票據及應付賬款 9  1,061,806,631.38  914,764,165.52 

預收款項 – –

合同負債 9  90,499,585.83  116,843,058.33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 –

應付手續費及傭金 – –

應付職工薪酬  745,981.26  6,416,109.99 

應交稅費  22,258,394.39  45,030,437.72 

其他應付款 9  112,605,234.66  38,864,895.89 

應付分保賬款 – –

保險合同準備金 – –

代理買賣證券款 – –

代理承銷證券款 – –

持有待售負債 –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  11,250,000.00 

其他流動負債  3,219,597.99  6,147,751.60 
●  

流動負債合計  2,093,357,286.39  1,484,616,419.05 
●  



5

負債及所有者權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20,990,000.00  67,850,000.00 

應付債券 – –

其中：優先股 – –

   永續債 – –

長期應付款 – –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 –

預計負債 – –

遞延收益 37,513,455.42  37,991,374.17 

遞延所得稅負債  9,048,044.83  9,228,730.88 

其他非流動負債 – –
●  

非流動負債合計  267,551,500.25  115,070,105.05 
●  

負債合計  2,360,908,786.64  1,599,686,524.10 
●  

所有者權益：
股本  316,823,400.00  316,823,400.00 

其他權益工具 – –

其中：優先股 – –

永續債 – –

資本公積  444,930,544.69  444,930,544.69 

減：庫存股 – –

其他綜合收益  29,903,479.44  27,277,917.91 

專項儲備 – –

盈餘公積  84,326,994.53  84,326,994.53 

一般風險準備 – –

未分配利潤  1,098,388,675.01  1,078,088,852.07 
●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1,974,373,093.67  1,951,447,709.20 

少數股東權益  117,266,550.93  134,053,658.42 
●  

所有者權益合計  2,091,639,644.60  2,085,501,367.62 
●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4,452,548,431.24  3,685,187,89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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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一、營業總收入  860,887,967.66  701,614,820.26 
其中：營業收入 2  860,887,967.66  701,614,820.26 

利息收入 – –

已賺保費 – –

手續費及傭金收入 – –
●  

二、營業總成本  744,331,462.06  623,340,580.37 
其中：營業成本 2  641,875,924.96  532,875,212.65 

利息支出 – –

手續費及傭金支出 – –

退保金 – –

賠付支出淨額 – –

提取保險合同準備金淨額 – –

保單紅利支出 – –

分保費用 – –

稅金及附加  4,162,229.43  3,943,948.32 

銷售費用  20,215,782.33  22,621,780.67 

管理費用  26,584,826.90  25,693,262.08 

研發費用  24,324,492.52  22,382,654.55 
財務費用 4  19,594,742.20  12,286,533.75 
其中：利息費用 4  18,071,560.02  16,789,861.41 

利息收入 4  797,097.69  -4,246,638.91 

資產減值損失 – –

信用減值損失  7,573,463.72 3,537,188.35 

加：其他收益 – –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1,340,884.89  11,699,394.14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收益 – –

  淨敞口套期收益（損失以「-」號
   填列） – –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
   填列） – –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
●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17,897,390.49  89,973,634.03 

加：營業外收入  1,909,030.95  5,988,759.68 

減：營業外支出  53,337.54  29,4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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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19,753,083.90  95,932,993.67 
減：所得稅費用 5  19,260,012.64  15,633,475.23 

●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00,493,071.26  80,299,518.44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 –

1.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00,830,421.44 73,608,877.71

2.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337,350.18 6,690,640.73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 –

1.少數股東損益  1,188,964.11  -2,331,960.16 

2.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99,304,107.15  82,631,478.60 
●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2,625,561.53  1,120,471.53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2,625,561.53  1,120,471.53 

（一）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1.重新計量設定受益計劃變動額 – –

2.權益法下不能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3.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 –

4.企業自身信用風險公允價值變動 – –

（二）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2,625,561.53  1,120,471.53 

1.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2.其他債權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 –
3.金 融資產重分類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額 – –

4.其他債權投資信用減值準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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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5.現金流量套期儲備 – –

6.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2,625,561.53  1,120,471.53 

7.其他 – –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 –
●  

七、綜合收益總額  103,118,632.79  81,419,989.97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101,929,668.68  83,751,950.13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188,964.11  -2,331,960.16 
●  

八、每股收益： 6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3  0.261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313  0.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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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編報規則第 15號－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二零一四年修訂）、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以及《香港公司條
例》適用的披露條例而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用有政策變化。本報告期內，本公司發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或會計差錯更正情況如下所
示：

(1) 依據財政部 2017年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 23號－金融資
產轉移》、《企業會計準則第 24號－套期會計》、《企業會計準則第 37號－金融工具列報》和《企業會計準則第
14號－收入》、2018年發佈的《關於修訂印發 2018年度一般企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以及上述各項準則的
應用指南，修訂了財務報表主表格式。

(2) 根據新金融工具準則的銜接規定，在首次施行新金融工具準則的年度，企業在按新金融工具準則的相關規
定進行追溯調整後，可以選擇是否對前期比較財務報表數據進行調整。企業如果選擇調整前期比較財務報
表數據，應當能夠以前期的事實和情況為依據，且比較數據應當反映新金融工具準則的所有要求。本財務
報表主表參考格式是假設企業選擇了該種處理方式，因此本財務報表主表中的相關本期數據和前期比較數
據均是按照新金融工具準則的規定進行列報的。

(3) 根據新收入準則的銜接規定，在首次執行新收入準則的年度，不對前期比較財務報表數據進行調整。即按
照新收入準則的規定在首次執行日進行的追溯調整，直接調整期初留存收益，不影響前期比較財務報表數
據。因此本財務報表主表中的相關本期數據是按照新收入準則的規定進行列報的，而相關前期比較數據則
按照原收入準則的規定進行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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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報表列示項目
2017年 12月 31日

餘額 現報表列示項目
2018年 1月 1日

餘額 調整金額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1,782,201.95
交易性金融資產 103,884,925.95

–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7,897,276.00

應收票據 16,708,270.20
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 606,573,547.98 –

應收賬款 589,865,277.78

應收利息 –

其他應收款 484,891,213.33 –應收股利 –

其他應收款 484,891,213.33

存貨 1,042,819,367.79
存貨 247,195,165.80

–
合同資產 795,624,201.99

預收賬款 116,843,058.33 合同負債 116,843,058.33 –

應付票據 30,056,123.84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款 914,764,165.52

應付賬款 884,708,041.68

應付利息 675,962.63

其他應付款 38,864,895.89 –應付股利 6,688,575.00

其他應付款 31,500,358.26

流動資產 3,004,394,145.71 流動資產 3,108,279,071.66 103,884,925.95

非流動資產 680,793,746.01 非流動資產 576,908,820.06 -103,884,925.95

原報表列示項目 2017年 1-6月 現報表列示項目 2017年 1-6月 調整金額

管理費用 48,075,916.63
管理費用 25,693,262.08

–
研發費用 22,382,654.55

資產減值損失 3,537,188.35 信用減值損失 3,537,188.35 –

本中期業績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並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營業總收入

營業收入為本集團之主營業務收入，包括系統集成、智能終端銷售、服務業務、跨境貿易及服務的已收及應收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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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營業務收入  851,720,476.54 692,828,958.99

其他業務收入  9,167,491.12 8,785,861.27
●  

營業收入合計  860,887,967.66 701,614,820.26
●  

主營業務成本  641,278,848.58 532,266,513.27

其他業務成本 597,076.38 608,699.38
●  

營業成本合計  641,875,924.96 532,875,212.65
●  

(2) 主營業務（分產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品名稱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系統集成  401,420,611.05  294,114,766.65 441,411,302.71 324,044,563.42

智能終端銷售  370,194,210.18  331,694,842.63 76,726,253.45 62,551,630.74

服務收入  80,105,655.31  15,469,239.30 35,504,238.61 15,736,685.44

跨境貿易及服務 – – 139,187,164.22 129,933,633.67
● ●   

合計  851,720,476.54  641,278,848.58 692,828,958.99 532,266,513.27
    

註：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完成出售江蘇跨境電子商務服務有限公司的 82.61%股權。該出售事項詳情請見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之公告。

3. 分部資料

該期間內，有關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首席營運決策人提供的本公司呈報經營分部資料僅為系
統集成、智能終端銷售、服務業務。此外，本公司於中國經營業務，其收入主要來自中國。故無呈報分部資料。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支出 18,071,560.02 16,789,861.41

減：利息收入 -797,097.69 4,246,638.91

匯兌損益  2,929.18 -1,234,593.71

其他  723,155.31 977,904.96
●  

合計  19,594,742.20 12,286,53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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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稅法及相關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  19,228,018.83 15,839,433.36

遞延所得稅調整 31,993.81 -205,958.13
●  

合計  19,260,012.64 15,633,475.23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國家稅務局、江蘇省地方稅務
局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三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高新
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故本公司於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15%。

本集團的子公司江蘇智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
廳、江蘇省國家稅務局、江蘇省地方稅務局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三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故其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
稅稅率為 15%。

本集團的子公司江蘇瑞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江
蘇省國家稅務局、江蘇省地方稅務局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三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
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故其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
為 15%。

本集團的子公司江蘇思瑞德物聯科技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
江蘇省國家稅務局、江蘇省地方稅務局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三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
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故其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稅稅
率為 15%。

本集團的子公司南京城市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
廳、江蘇省國家稅務局、江蘇省地方稅務局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三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故其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
稅稅率為 15%。

其餘本公司的國內子公司按 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的境外子公司按當地適用稅率繳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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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是根據該期間內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99,304,107.15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82,631,478.60

元）及該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6,823,400股（二零一七年：316,823,4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攤薄事項存在，故此基本每股收益與稀釋每股
收益一致。

7. 股息

有關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25元；建議以未分配利潤向全體股東每
2股送紅股 1股；建議以資本公積向全體股東每 1股轉增 1股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獲得本公司股東批准。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1,004,414,075.46 682,256,806.84
減：應收賬款壞賬準備  99,862,649.19 92,391,529.06

應收票據  3,810,167.09 16,708,270.20
預付款項 369,759,703.43 66,721,485.56

其他應收款項 615,855,847.49 505,235,756.92
減：其他應收款壞賬準備  18,655,347.20 20,344,543.59
應收利息 – –
應收股利 – –

●  

合計 1,875,321,797.08 1,158,186,246.87
  

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種類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1年以內（含 1年） 788,251,611.44 23,647,548.35 442,566,172.65 13,276,985.19
1-2年 99,757,990.39 7,980,639.23 135,936,791.28 10,874,943.31
2-3年 68,814,302.88 20,644,290.86 50,734,631.93 15,220,389.58
3年以上 47,590,170.75 47,590,170.75 52,969,522.58 52,969,522.58

● ●   

合計 1,004,414,075.46 99,862,649.19 682,207,118.44 92,341,840.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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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票據賬齡分析

項目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含 1年） 3,810,167.09 16,708,270.20 
1-2年 – –
2-3年 – –
3年以上 – –

●  

合計 3,810,167.09 16,708,270.20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981,898,936.90 884,708,041.68 
應付票據 79,907,694.48 30,056,123.84 
合同負債 90,499,585.83 116,843,058.33 
其他應付款 33,399,384.66 31,500,358.26 
應付利息 – 675,962.63 
應付股利 79,205,850.00 6,688,575.00 

●  

合計 1,264,911,451.87 1,070,472,119.74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760,713,252.23 605,337,158.32
1-2年  101,651,809.56 147,055,481.98
2年以上  119,533,875.11 132,315,401.38

●  

合計  981,898,936.90 884,708,041.68
  

應付票據賬齡分析

項目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79,907,694.48 30,056,123.84 
1-2年 – –
2年以上 – –

●  

合計 79,907,694.48 30,056,123.84 
  



15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總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 860,887,967.66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2.70%。上升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積極拓展智能終端銷售及服務
收入所致。

毛利率

回顧期內之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24.05%上升至約25.44%。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服務收入
毛利率增加所致。

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銷售費用為人民幣20,215,782.33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0.64%。該
項下降主要原因是本集團自媒體宣傳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業務宣傳支出所致。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由去年同期人民幣 25,693,262.08元上升約 3.47%至回顧期內人民幣 26,584,826.90元。該
項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大力拓展業務渠道所致。

預付賬款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預付賬款為人民幣 369,759,703.43元，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上升約 454.18%。該項上升主要原因為公司業務快速發展，為公司預付的材料採購款及
項目預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其他應付款為人民幣 112,605,234.66元，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上升約 189.74%。該項上升主要原因為回顧期內已宣告 2017年年度之應付末期股息合
共人民幣 79,205.850元（按 316,823,400 股，每股人民幣 0.25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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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採納嚴謹之財務管理政策，並且保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營運資本 (即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 )為人民幣 1,798,240,009.10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1,623,662,652.61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為人民幣 611,980,560.41元（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63,119,652.92元）。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人民幣 1,023,211,860.88元（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24,400,000.00元），其中有抵押銀行貸款為人民幣 70,990,000元。回顧
期內，增加銀行借貸主要支撐本集團業務快速增長，特別是智能終端銷售業務，所得資金主要用
於項目採購及支付項目預付款。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註冊及已發行股本為人民幣 316,823,400元，分為 91,800,000

股H股及 225,023,400股內資股。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下列資產抵押：

(i) 本集團之資產帳面總值人民幣 343,506,643.50元（其中：投資性房地產人民幣 219,390,000.00

元、固定資產人民幣115,815,469.96元、無形資產人民幣8,301,173.54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未
償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 70,990,000.00元之抵押。

(ii) 本集團已質押的銀行存款為人民幣 46,602,670.16元，以支援本集團項目投標╱正在進行中的
項目及銀行信貸。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336名員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357名員工），
於回顧期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人民幣 27,793,577.74元（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30,732,095.96元）。

本集團之薪酬及花紅政策基本上按個別僱員工作表現釐定。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值再除以權益）為
23.19%（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此乃由於支撐本集團業務快速增長，特別是智能終
端銷售業務，因此，增加銀行貸款並用於項目採購及作項目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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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益及開支均採用人民幣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有關外匯兌換之風險並不重大。

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本公司已訂立有限合夥協議，據此，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已同意向有
限合夥企業提供人民幣 50,000,000元的注資（「該投資」）。 有關該投資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之公告。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本公司與弘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弘康人壽」）訂立股份認購協
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按每股人民幣 1.85元的價格，認購不超過 34,000,000 股弘康人壽股份（「認
購事項」），總代價不超過人民幣62,900,000元。 於本公告日期，認購事項正由相關監管機構（包括
中國保監會）進行批准中。 認購事項詳情可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的公告。

除上文已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事宜。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概無就建議收購簽訂任何協議，且並無任何其他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發展情況

在高速公路智能交通業務領域，本集團在夯實改善現有業務的基礎上繼續推進項目實施各環節的
精細化管理，同時，全面開展新的業務項目。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有效推進包括天府新區眉山雙
創中心二期工程（眉山華為大數據中心）機電集成項目、商丘市睢陽區市政工程電氣安裝工程項
目、秦漢大道驪渭路附屬工程、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高清治安監控天網工程二期項目、溫州繞
城高速公路西南線工程（仰義至閣巷）機電工程項目等各項目的實施。同時，本集團將智慧交通的
理念深入到業務環節中，積極探索高速公路智慧服務建設業務，實現項目管理的進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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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智能交通業務領域，本集團以強化城市智能交通全面解決方案能力為核心，持續整合物聯
網數據採集終端、智能化信息管理平臺等在內的各項要素，從而構建基於智慧城市建設理念的公
共出行服務生態圈。本集團以用戶需求為導向，通過自主研發和外部合作等方式，深入交通模型
算法研究，進一步加強對交通行業的理解，全力打造大數據模型+軟件開發兩個研發團隊。同時，
本集團積極促進企業核心競爭力由工程項目實施能力轉變為行業需求把握及大數據分析能力，開
拓大數據分析技術在營運車輛等新業務領域的應用。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研發的交警大數據分析
研判平台榮獲第五屆「智能交通杯」系列評選活動優秀解決方案獎項，大大提升了公司的市場競爭
力。

在海關智能物流領域，本集團持續加大市場資源整合的力度，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海關智能
物流解決方案，進一步提升項目運作效益。同時，本集團通過推出掌上物流應用服務，實現了互
聯網移動通關模式的創新，解決了物流通關難點，獲得了行業內各方的廣泛關注，市場拓展再次
成效顯著。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推進建設運營服務型平台模式的落地工作，由本集團承擔的
基於物聯網海量數據的雲存儲服務支撐平台研發項目順利通過驗收，標誌著本集團在物聯網大數
據處理、雲計算技術領域取得了又一項重大技術成果，為未來的大規模物聯網應用奠定了堅實的
技術基礎。

研究與開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承擔並推進國家發改委「互聯網 +」項目、省經信委工業和信息產業轉型
項目、省知識產權局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項目、省高價值專利培育計劃項目等。於回顧期
內，本集團承擔的江蘇省現代服務業（軟件產業）發展專項引導資金項目已順利完成驗收。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新申報發明專利 1項，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各獲授權 1項，積極參與國家工信
部電子工業標準化研究院牽頭的國家物聯網基礎標準工作組的工作，主持編寫國家標準《物聯網信
息交換和共享第 4部分：數據接口》的撰寫，預計初稿將於今年下半年完成提交。於回顧期內，本
集團憑藉「基於RFID技術的安全智能鎖在海關跨境電子商務智能物聯網應用」榮獲中國電子信息
行業創新成果「盤古獎」二零一八年度創新應用獎，該獎項是業界專家對本公司在產品創新應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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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極大肯定，也再次印證了三寶科技在電子信息行業的領先地位。於回顧期內，聘任中國工程
院外籍院士於艾冰為以本集團為依托單位的「國家射頻識別 (RFID)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戰略顧
問，促進中心的快速發展。

未來展望

下半年，在智能交通領域，本集團將持續整合物聯網採集產品、互聯網+信息化管理平台，進而提
供基於交通大數據的數據服務，不斷完善政務及民生服務產品線，形成整體解決方案。同時，本
集團將創新城市交通新業態，以營運車輛為目標客戶，形成「數據 +現金流」的新業態，提供安全
運營數據服務，打造運營車輛涉車後市場服務，創新智慧交通的盈利模式，不斷提升基於智慧城
市理念的智能交通公共服務能力。

下半年，在海關物流領域，本集團將在繼續夯實內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海關物流業務的市場
佔有率，提升客戶滿意度；借助新的 IT和物聯網技術，實現海關數據與服務應用間的交互，打造
全流程的通關物流監管和數據服務業務及服務供應鏈全程可視化，為服務進出口企業做好準備；
助力海關監管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及實施，為企業降低物流成本、打造高效便利的通關環境提供
服務。

下半年，在智慧物流領域，本集團在成功制訂了「江蘇省車輛主動防控車載終端技術標準」的基礎
上積極為合作夥伴提供技術、資源支持，搭建危化品物流安全監管平台，進一步完善並夯實三寶
科技智慧物流生態圈。同時，本集團將立足江蘇、面向全國，大力推廣在物聯網、車輛網、互聯
網 +等領域多年以來的技術積累及成功實踐經驗，協助監管部門將「兩客一危」車輛的管理水平提
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通過持續構建行業標準，提高行業壁壘，不斷提高本公司的綜合競爭力。

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董事會通過決議，終止執行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以決
議案形式批准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股東大會上通過該項決議。

自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本公司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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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業務及利益衝突

董事、本公司的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從事與本集
團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且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之標準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規定之交易準則。本公
司經向所有董事明確查詢後，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曾有不遵守交易
準則規定及本身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之情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乃遵照上市規則第 3.21至 3.23條
制定。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沈成基先生及成員高立輝先生及
胡漢輝先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未經審核業績，並已提供建議及意見。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

公司章程文件之變更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股東批准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因鑒於監管規定及經濟環境的變動及本集團
的實際狀況，並以反映因建議發行紅股及資本化股份造成本公司註冊資本的變動，修訂詳情已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之通函中披露。除披露外，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章程文件沒有
任何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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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沙敏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國，南京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沙敏先生（董事長）、常勇先生、朱翔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俊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沈成基先生、高立輝先生及胡漢輝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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